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刘笑雪 冒蕞 ）
今天下午，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湖南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要求
到2020年，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 农民环境与
健康意识普遍增强的目标。

《方案》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将分“三步走”：2018年全面启动，各
地编制方案， 省选择若干县市开展试点，
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2019
年全面推进；2020年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各项重点工作任务都将按照时间节点有
序推进。

《方案》 分别明确了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厕所革命及粪污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村容
村貌、村庄规划管理、建设和管护机制完善
等七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年度工
作目标。

《方案》要求，到2020年，全省对生活
垃圾进行处理并建立日常保洁机制的行政
村比例达到90%，一、二、三类县分别达到
100%、90%、85%；85%的农户用上卫生厕
所，一、二、三类县市区卫生厕所普及率分
别达到100%、85%、80%； 对污水进行处理
的行政村比例达到50%左右；实现村庄编制
规划“全覆盖”；25户及100人以上的自然村
全部通水泥（沥青）路，村内主要干线基本
硬化；完成5000个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泽华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省
特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新闻发布会，
省农委主任袁延文在会上发布：省农委与步
步高集团达成合作，将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
五举办一次特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拓宽“湘字号”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
收。

湖南是农业大省，蔬菜、水果、畜禽等产

量位居全国前列。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渠道不
通畅，省内许多地方存在农产品“卖难”现象，
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 步步高集团是我省最
大的零售企业， 旗下的步步高超市等卖场遍
布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农产品
终端销售量巨大，农超对接经验丰富。

发布会透露， 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将从今
年6月起，连续举办3年；产销对接活动场地由
步步高集团免费提供， 固定在位于长沙市枫

林三路的福朋喜来登酒店。
省农委将组织全省涉农企业、 生产经营

主体以及“三品一标”认证产品、优质特色农
产品参加产销对接。 步步高集团将组织省内
外农产品采购商参加产销对接， 并在步步高
超市设立特色优质农产品销售专区。

据悉，首场产销对接活动定于6月29日上
午举行， 将为我省贫困县举行优质农产品产
销对接专场。此后，每次活动选择1至2个市州
为主体， 组织开展当地特色优质农产品产销
对接。除此之外，还将根据市场需求特点、农
产品生产特点、重要农事季节、农产品生产旺
季等实际情况， 适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和特
色农产品推介会。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萍）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
自5月打响以来，全省各地积极推进，畜禽
（水产）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整治等10类重
点任务取得初步进展。

根据《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
工作方案》，本轮“夏季攻势”的10类重点任
务包括：全面整治畜禽（水产）规模养殖场
环境污染问题； 完成进度滞后重金属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建设； 完成县级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 全面取缔县级以上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入河排污口， 整治长
江干线排污口、排渍（涝）口；完成尾矿库及
其采选、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整治；全面整治

超期贮存危险废物； 完成砖瓦行业环境问
题整治，实现全面达标；建立大气污染防治
联防联控机制，淘汰高排放公交车辆，完成
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完成县级及以上
超标排污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 基本完成
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 完善省级
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稳定
运行。

“各项整治都在有序、有力推进。”省环
保厅综合协调办负责人介绍， 每项整治任
务都明确了省直牵头单位和相关参与单
位，并一一细化分解，落实到每一个主体责
任单位和监督责任单位。

目前，按照“一场一策”要求，各县市

区已分别制定畜禽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技
术指导方案，污染防治设施改造工作全面
启动。 长江干流湖南段8个工业排污口已
全部达标排放， 正在研究提升排放标准；
全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49个入河排污
口，已完成整治25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322个问题已整改完成223个。132个尾矿
库及其采选、 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整治任
务，已完成41个。针对2582辆高排放公交
车辆淘汰任务， 相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
分解了目标任务。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已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排查摸底并建立台账，相关整改
正在推进。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曹娴）“一湖
四水”环境持续好转。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初步统计，5月，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至Ⅲ类水质断面
328个，占95.1%，同比增加0.6个百分点。

以水环境治理为切入口，近年来，湖南
实施了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工
程”， 建立覆盖全流域的五级河长体系，推
动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体系，打
响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攻坚战， 打造
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美好家园。

用最严格的法治和制度管水、 护水。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相继颁布实施。
建立覆盖全流域的五级河长体系， 采取发
布省总河长令、河长巡河暗访、部门协调联

动等方式，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自2013年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

号重点工程”以来，湘江流域共实施重点治
理项目2768个，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
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株洲清水塘、湘潭
竹埠港等五大重点区域整治取得突破性进
展。湘江流域水质持续全面好转，流域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6.4%。

省“一号重点工程”向纵深推进，向“一
湖四水”延伸。今年2月，我省出台《统筹推
进“一湖四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总体方案
（2018—2020年）》，抓好湘资沅澧“四水”
上游环境治理，减少输入性污染，为洞庭
湖“减负”，构建上下联动、流域共治的治
理机制。

坚决打赢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攻坚

战。去年11月，省委、省政府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动员、部署、落实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加快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城乡
生活污染整治等十大重点领域和华容河、
珊珀湖等九大重点片区整治。至2017年底，
洞庭湖区域共退养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
畜禽养殖场（户）8827家，清理拆除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养殖网箱 15527口 、
65.77万平方米，拆除矮围网围124处、面积
35.28万亩。洞庭湖保护区核心区内约8万亩
欧美黑杨全部清理。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已
实现全面禁采，目前保护区范围内的202艘
采砂船只集中停靠、84处砂石码头全面关
停。治理初见成效，湖区总磷平均浓度已降
至0.062毫克/升。目前，洞庭湖的候鸟由
10年前的20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

“一湖四水”环境持续好转
5月份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水质达标率提升

省“一号重点工程”向纵深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初见成效

围绕10类重点任务发力

湖南污染防治攻坚战
“夏季攻势”有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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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4日，双峰县湄水河湄水公园段水清岸绿。近年，该县积极落实河长制，对全县185条大小河流、203座大小水库实行严格管理，
着力打造“水净、河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 乃继辉 摄

省农委携手步步高集团拓宽“湘字号”农产品销售渠道

农产品产销对接每月一次

落实河长制 治水显成效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在长沙分别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局长张建龙座谈。

省领导谢建辉、隋忠诚，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副局长李春良参加座谈。

杜家毫感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长期以
来在林业改革、森林保护和防火、野生资源
保护、湿地修复、林业经济发展、生态扶贫
等方面给予湖南的大力支持。 他说， 近年
来，湖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
遵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全面深化林业改革，大力发展油茶、森林
旅游与康养等林业经济，统筹推进林业生态
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惠民。省委、省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林业、 草原和生态保护工作，我
们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地方
机构改革，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

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许达哲说，湖南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

境良好，特别是油茶林面积、产量、产值均
居全国第一。 当前湖南正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加快林业产
业提质升级步伐，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希望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一如既往给予湖南关心支持，
开展相关林业产业试点示范， 助推湖南油
茶等特色林业产业发展， 探索生态扶贫的
有效路径。

张建龙说， 湖南近年来林业发展的质
量与效益不断提升， 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林业和草原
局将一如既往、 全力以赴支持湖南林业改
革，在油茶产业发展、生态造林、森林旅游
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

杜家毫许达哲
分别与张建龙座谈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冒蕞 刘笑雪 ）
今天下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
常务会议，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一县一特”
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森林防火等
工作。

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简政放权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
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便企利
民，营商环境出现积极变化。下一步，要按
照“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
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智能化、 便民
化，加快落实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等“六个一”重点任务。要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着力解决
企业和民生“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降
低企业融资、物流、用电成本，振兴实体经

济。要抓紧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全省
一体化平台，梳理完善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确保到2018年底已梳理政务服务事项网
上办理率大幅提升。

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一县一特”“一
特一片”产业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
调，要打造规模化特色农业基地，通过品牌
引领、政策支持、项目推动，着力培育一批
有影响力、有市场占有率、有效益的湘字号
品牌，努力形成特色鲜明、各有所长的发展
格局。要推进特色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
业、林业与旅游、健康、文化等产业深度融
合，建立完整产业链条，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要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环境，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种业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应用，不断提
高特色农产品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

荩荩（下转2版）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

我省即将启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杜家毫许达哲
与李干杰座谈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与来湘出席 2018年
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的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座谈， 就进一步加强湖南生
态环境保护、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
交换意见。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谢建辉参加座
谈。

座谈中， 杜家毫感谢生态环境部长期
以来给予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湖
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一
湖四水”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推进大气、土
壤污染防治,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努力做到“新账”不再欠、“老
账”逐年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尤
其是去年以来， 湖南借助中央环保督察的

“东风”，深入推进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解决
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突出环境
问题，促进了新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美
丽湖南和生态强省建设迈出了新步伐。作
为“有色金属之乡”、传统农业大省，湖南历
史积累形成的生态破坏和结构性污染问题
还比较突出，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生态修
复的任务还很繁重。 希望生态环境部一如
既往给予湖南大力指导和支持， 进一步促
进湖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互动，让
生态福祉更好地惠及三湘人民。

李干杰说，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近年来湖南生态环境
质量日益好转，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群
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获得感
显著增强。 生态环境部将一如既往支持和
配合湖南做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各
项工作， 以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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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浇灌湖湘制造


